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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尖保留联合引导骨组织再生在颌骨囊肿术中的应用研究

丁摇 翔,韩摇 瑞,王尚华,程如玉,丁丹丹,徐锦程

[摘要]目的:探讨颌骨囊肿术中采用根尖刮治保留根尖联合应用 Bio鄄oss 骨粉 /海奥人工生物膜的临床疗效。 方法:选取颌骨

囊肿病人 55 例,分为 2 组,A 组(15 例)术中行根尖周刮治术保留根尖,用骨粉覆盖牙根暴露于颌骨缺损的部分,并应用生物

膜覆盖;B 组(40 例)行单纯囊肿摘除术 +根尖切除术。 所有病人术后均随访 12 个月以上,比较 2 组病人术前和术后颌骨囊

肿累及牙功能恢复、颌骨缺损骨再生及改建情况。 结果:A 组术后囊肿累及牙恢复正常功能优于 B 组(P ﹤ 0. 01),A 组根尖

植骨区成骨效果优于自体愈合区。 结论:颌骨囊肿摘除术中保留根尖联合引导骨再生术疗效较好,效果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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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study of apical preservation combined with guided
bone regeneration in jaw cyst surgery

DING Xiang,HAN Rui,WANG Shang鄄hua,CHENG Ru鄄yu,DING Dan鄄dan,XU Jin鄄cheng
(Department of Stomatology,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04,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periapical curettage preservation combined with Bio鄄oss bone meal / Haiao
artificial biomembrane in jaw cyst surgery. Methods:Fifty鄄five patients with jaw cyst were divided into the group A(15 cases) and
group B(40 cases). The group A was treated with the periapical curettage preserving the root tip,bone meal covering the lack of part of
the root exposed to jaw and biofilm covering. The group B was treated with simple cyst excision combined with apicoectomy. All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p for more than 12 months. The recovery of tooth function,bone regene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jaw defects between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operation were compared. Results:After operation,the normal function recovery in cyst involved teeth in
group A was faster than that in group B(P < 0. 01). The osteogenic effect in bone graft area in group A was better than that in
autogenous healing area. Conclusions:The efficacy of apical preservation combined with guiding bone regeneration in jaw cyst excision
is good and reliable.
[Key words] jaw cyst;apical preservation;guided bone regeneration;excision

摇 摇 颌骨囊肿是发生于颌骨的含有液体或半固体物

质的病理性(或异常的)囊性肿物,常内衬上皮,并
以牙源性颌骨囊肿(odontogenic cyst,OC)最多见[1]。
颌骨囊肿摘除术是治疗 OC 的常用方法,且是大多

数骨内、骨外囊肿的首选方法,术后遗留的无效腔,
常致创口延期愈合[2]。 OC 摘除术为完全清除病

灶,常将暴露于囊腔内的牙根尖切除,这减少了受累

牙的骨内根长度,不利于患牙的稳固及后期修复。
Bio鄄oss 骨粉及海奥生物膜已广泛用于各种颌骨缺

损的引导骨组织再生 ( guided bone regeneration,
GBR) [3 - 4]。 本研究拟在术中保留囊肿累及牙根尖,
放置 Bio鄄oss 骨粉包埋骨腔内牙根面并联合海奥生

物膜阻挡上皮组织干扰植骨区的愈合,旨在保留松

动患牙、加速松动牙的稳固并为后期种植等修复工

作打下基础。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选取我科 2017 年 10 月至 2018 年

6 月收治的 OC 病人 55 例作为研究对象,年龄 15 ~
45 岁。 纳入标准:(1)颌骨囊性病变,囊腔长径 1. 5 ~
4. 0 cm,未穿通鼻底、上颌窦底;(2)病历、临床症状、
体格检查、全景片或口腔颌面锥体束 CT(CBCT)等
术前相关资料完整;(3)病人对本研究知情并签署

同意书。 排除标准:(1)造釉细胞瘤等实体病变,复
发率较高者;(2)伴有系统性疾病影响骨愈合和再

生效果者;(3)临床资料不全,难以配合随访术后 1
年以上者。 按手术方法将病人分成 2 组,其中 A 组

15 例,男 8 例,女 7 例,行根面刮治保留根尖,用骨

粉包埋牙根暴露于颌骨缺损的部分并使用生物膜覆

盖;B 组 40 例,男 24 例,女 16 例,行 OC 摘除术 +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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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切除术。 2 组病人年龄、性别差异均具有可比性。
1. 2摇 植入材料来源 摇 海奥(Heal鄄All)口腔修复膜

(烟台正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中国),将小牛皮采

用组织工程技术制成的异种功能性天然脱细胞真皮

基质胶原膜。 Bio鄄oss 骨粉(Geistlich AG,瑞士),源
自牛骨的天然无机磷灰石结晶体。
1. 3摇 方法摇
1. 3. 1摇 术前准备 摇 常规拍摄口腔科 CBCT 及曲面

体层摄影片(全景片)评估 OC 位置范围,术前行全

口洁治 +根管治疗术以利后续的根尖周刮治;病灶

感染者控制炎症后择期手术。
1. 3. 2摇 手术方法摇 A 组病人手术切口采用病灶邻

近牙龈缘切口、前庭沟切口或角形切口,翻瓣暴露术

野,彻底刮净内容物及囊壁,牙科钻磨除粗糙骨质、
骨壁;根据囊肿内容物判断性质,排除其他可疑病变

后术中,采用微创器械如小刮匙,牙周刮治器彻底清

除囊腔内病灶牙根周围残留囊壁、病变牙周膜,高频

电刀烫除超充牙胶尖;根面平整后,冲洗创口,采用

适量自体血与 Bio鄄oss 骨粉相混合覆盖于根尖区,至
少覆盖根面 2 ~ 3 mm 以补偿骨质流失和吸收,使骨

粉与周围骨壁相延续形成一个稳定整体以提供良好

的血供;生物膜的放置注意 UP 面朝向软组织面,缝
合时注意松弛度,必要时在黏骨膜瓣下做减张切口

以防止骨粉移位。 对于囊腔剩余部分,任由自体血

充盈机化改建,同时方便自体比较术后成骨及改建

情况;未见明显渗血,对位缝合创缘;口外加压包扎。
B 组病人行 OC 摘除术 + 根尖切除术。 所有病人术

后 3、6、12 个月进行随访,检查松动患牙恢复稳固情

况且拍摄 CBCT、全景片评价术后缺损区骨再生和

改建效果。
1. 4摇 松动患牙恢复稳固标准 摇 (1)咀嚼时无疼痛

等自主不适反应。 (2)门诊检查松动患牙:牙周无

炎症,根尖区黏膜无瘘管,叩诊阴性,松动度玉度

以下。
1. 5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或 t忆)检验和方差分析。

2摇 结果

2. 1摇 2 组病人手术效果比较摇 术后 2 组病人伤口

均无感染且愈合良好,A 组未出现生物膜暴露,骨粉

流失等症状;术后 6 个月,2 组病例均无复发症状且

移位膨隆软硬组织基本恢复至正常解剖结构。 术前

2 组受累牙数和囊肿所致丧失正常功能牙数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见表 1)。 2 组病人术后

3、6、12 个月复查丧失功能患牙恢复情况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P < 0. 01),术后 6 个月及 12 个月后恢

复情况均优于与术后 3 个月(P < 0. 01);且 A 组丧

失功能患牙恢复数及恢复百分比均优于 B 组(P <
0. 01)(见表 2)。

表 1摇 2 组受累牙数和丧失正常功能牙数比较(x 依 s)

分组 n 受累牙数 丧失正常功能牙数

A 组 15 3. 00 依 0. 93 2. 07 依 0. 70

B 组 40 3. 60 依 1. 08 2. 40 依 0. 90

t — 1. 90 1. 67

P — >0. 05 > 0. 05

2. 2摇 CBCT 及全景片检查摇 A 组术后 3 个月,骨腔

内自体血愈合区骨密度增高不明显,成骨较慢;根尖

植骨区骨密度明显高于术前,已形成部分新骨,与周

围正常骨组织密度差异尚大。 术后 6 个月植骨区骨

纹理逐渐形成,可见不甚明显骨腔边界,骨整合有序

进行,与自体骨密度尚不契合;自发愈合区成骨开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表 2摇 术后 3、6、12 个月 2 组丧失功能牙恢复正常功能情况比较(x 依 s)

分组 n 术后 3 个月 术后 6 个月 术后 12 个月 F P MS组内

恢复正常数

摇 A 组 45 1. 53 依 0. 64 1. 87 依 0. 52* 2. 00 依 0. 67** 7. 04 < 0. 01 0. 376

摇 B 组 144 1. 05 依 0. 45 1. 56 依 0. 60** 1. 68 依 0. 57** 54. 47 < 0. 01 0. 296

摇 t — 4. 68# 3. 12 3. 15 — — —

摇 P — <0. 01 < 0. 01 < 0. 01 — — —

恢复正常百分比

摇 A 组 45 0. 79 依 0. 28 0. 93 依 0. 14** 0. 98 依 0. 09** 12. 34 < 0. 01 0. 035

摇 B 组 144 0. 47 依 0. 23 0. 67 依 0. 23** 0. 73 依 0. 22** 16. 23 < 0. 01 0. 051

摇 t — 7. 72 9. 18# 11. 00# — — —

摇 P — <0. 01 < 0. 01 < 0. 01 — — —

摇 摇 与术后 3 个月比较*P < 0. 05,**P < 0. 01;#示 t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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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但未见明显骨小梁结构,仍可见骨腔透射影像。
术后 12 个月根尖植骨材料基本吸收,骨纹理清晰可

见,与周围骨密度接近,基本无明显界限,自发愈合

区骨密度较 6 个月时稍增高,但成骨质量明显差于

根尖部,局部仍可见缺损区骨腔与周围骨界限。 典

型病例见图 1。

A B C D

E F G H

A: CBCT B: C: D: E: F:
G: 3 CBCT H: 6 CB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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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摇 讨论

摇 摇 颌骨囊肿的治疗目标在于彻底的清除病变组

织,降低复发率且尽最大的可能恢复受损区域的解

剖和功能,囊肿摘除术中常行根尖切除术以绝复发。
随着牙保存理念及微创操作观念的不断深入和口腔

微创器械及修复材料的不断发展,学者们倾向于在

术中尽量保留牙体组织。 袁慧娟等[5] 在根尖周外

科术中彻底清除根尖病灶并保留患牙根尖,在术后

随访中,根尖切除组与根尖保留组牙齿松动及瘘管

发生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说明根尖保留与病灶

复发无相关性,且保留根尖有利于后期桩核冠义齿

修复和患牙的远期留存。 在国内外文献中,尚未发

现有学者采用根尖保留的方法刺激 OC 术后的根尖

区骨再生,本研究创新性地将根尖保留应用于术中,
探讨保留根尖对保存患牙和颌骨缺损修复的意义。
本研究病人经过术后 12 个月随访,残留骨腔均不同

程度的缩小且根尖部均未见复发症状,这说明 OC
术中,彻底清除病灶,保留很尖对 OC 的复发率无明

显影响,与上述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 保留根尖即

保留了 OC 术后近牙槽突缺损区的骨再生支架,有
利于颊侧缺如骨板骨再生和维持牙槽骨丰满度。 保

留根尖对因龋坏、外伤所致牙冠较短患牙有重要意

义,此类患牙多采用桩核冠修复,而桩核冠修复成功

的关键在于至少 4 mm 的根尖封闭和足够的骨内桩

长度。 鉴于本研究中未单独设置根尖保留组,保留

根尖与根尖截除的复发关系有待于后期研究。
颌骨囊肿术后所遗留无效腔的修复是口腔功能

重建的一个重要课题,为解决术后形成的死腔,多采

用蝶形手术、血块充填法、植骨术、生物材料移植、囊
肿减压成形术等方法[2]。 以自体血充满骨腔,小的

颌骨囊肿骨缺损的平均愈合时间要 1 年,而中大型

颌骨囊肿则需要 2 ~ 5 年,单纯的血凝块难以机化成

理想的生理形态和良好骨结构,常导致义齿修复及

种植的困难[6]。 多数学者认为骨移植促进了颌骨

缺损区域的再生,可以加速骨愈合、防止软组织塌

陷、提高骨骼强度,在较大的颌骨缺损中值得应

用[3 - 4,7 - 11]。 Bio鄄oss 的三维多孔结构利于液体浸润

和快速血管化,可为成骨细胞提供良好的生长通道。
Bio鄄oss 已广泛用于牙槽嵴的扩展 /重建、拔牙窝的

位点保存、种植手术、牙周手术、颌骨囊肿填充等口

腔操作中;在骨再生中,Bio鄄oss 起到一个成骨支架

的作用,利用骨传导性为成骨细胞提供一个有利的

生长环境,刺激成骨细胞的生长发育[9]。 Bio鄄oss 不

会被天然骨完全吸收和替代,但也不会被纤维结缔

组织所替代,因其骨传导性及空间维持能力,可被认

为是一种永久性的移植物留存于宿主体内[10 - 11]。
WILTFANG 等[8]研究发现,将一层薄薄的 Bio鄄oss 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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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于移植的髂骨骨松质表面可减少移植骨的吸收,
巩固了自体骨增量的远期疗效;联合 Bio鄄Gide 覆盖

植骨区效果更明显。 PAPPALARD 等[12] 利用 Bio鄄
oss 充填 OC 术后遗留骨腔后成骨速率更快,刺激了

新骨的形成,加快了种植等后期修复的等待时间。
本研究影像学检查发现根尖植骨区在术后较早的发生

了骨再生,其成骨效果优于自体血愈合区,印证了以

上学者的观点,应用 GBR 刺激了颌骨缺损区骨再生。
GBR 是利用屏障膜阻挡快速增值的上皮细胞

和结缔组织,促进生长缓慢的细胞如成骨细胞的生

长进而形成骨骼[9]。 海奥生物膜为来源于小牛皮

的可吸收胶原蛋白膜,保留了天然的胶原纤维空间

结构,已被广泛用于 GBR、牙周组织引导再生和预

防味觉出汗(Frey忆s)综合征[13]。 海奥膜一层为致密

面(UP 面),起到有效的屏障作用,防止软组织长入

缺损部位,并可引导和支持软组织生长;另一层为疏

松面,具有细胞外基质的三维空间结构,可调节、引
导细胞长入,促进成骨细胞黏附与沉积;它去除了诱

发宿主免疫排斥反应的成分,在体内降解时间维持

在 6 个月左右且代谢产物没有细胞毒性。 周俊波

等[6]采用 Bio鄄oss /海奥膜修复 OC 缺损骨腔发现其

加速了成骨,方法可行、疗效确切。 徐明等[14] 将

GBR 技术应用于小型颌骨囊肿(长径 1. 5 ~ 3. 0 cm)
术后缺损骨腔,有效的修复了 OC 导致的局部骨缺

损,恢复了颌骨的生理功能,方便后期义齿修复。 本

研究 A 组术后 6 个月植骨区骨纹理逐渐形成,骨整

合有序进行,与自体骨密度尚不契合;自发愈合区成

骨虽开始,但未见明显骨小梁结构,仍可见骨腔透射

影像;与以上学者研究结果一致,GBR 应用于 OC 摘

除术中骨再生疗效肯定。 保留根尖及采用 GBR 的

意义还在于,即使部分松动牙因术后愈合不佳拔除,
植骨可以发挥类似上颌窦提升术的效果,实现骨增

量,为后期的种植义齿修复打下基础。
本研究证实,只要彻底清除病灶,保留根尖未明

显增加 OC 的复发率;联合 GBR 有利于囊肿累及牙

齿的保留,加速了松动患牙的稳固;刺激了术后骨腔

根尖部的骨再生,有利于恢复良好的软硬组织解剖

形态,为修复颌骨囊肿导致的骨缺损打下了坚实的

骨质基础,有利于术后的修复重建工作的开展。 手

术方法可行,疗效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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